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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小偏方

让小病小灾不出家门自己能治

*打药就加天达有机硅——— 超级展扩剂、增效大将军。节水、省药、省工、省力。下雨无需再重喷。广泛用于杀虫剂、、杀菌剂、灭生性除草剂、叶面肥等农用化学品的添加喷雾。

十一、恣蚊饱血

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

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

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

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

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

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

咬父亲。

十二、涌泉跃鲤

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

娶庞氏为妻。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

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

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

吃。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

她逐出家门。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

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后，婆婆知道了

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

请回。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

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

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

跃出。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

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
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
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
髓。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 24 个孝
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成
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

二十四孝

大田作物发生除草

剂药害怎么办？

快喷天达 2116 壮苗
专用 600 倍液+2 克 99%
天达恶霉灵原药 6000 倍
液，七天一遍，连喷两遍。

农作物苗弱、苗黄，
发生“僵苗”、
“死苗”怎么办？

快喷天达 2116 壮苗
专用 600 倍液+2 克 99%
天达恶霉灵原药 6000 倍
液，七天一遍，连喷两
遍。

天达 2116+天达恶霉
灵控害保苗，壮苗生根。
被农业界称为作物苗期病
害的临床急救用药，效果
有目共睹。

农产品出口、蔬菜
瓜果进超市“药残
超标”过不了检测
关怎么办？

在作物整个生长期喷
施三到四遍天达 2116 ，
可有效降解药残，并能减
少农药使用量的 50% ，
达到出口标准。

天达-2116 壮苗专
用，加天达恶霉灵，被农
业界称为作物苗期病害、
生理性病害、低温冷害、
冰雪、冻害和除草剂药害
的临床急救用药。

当你的作物发生枯
萎病、黄萎病、根腐
病、纹枯病、灰霉病、
白粉病、疫病及苗期猝
倒病、立枯病时：

快喷天达-2116 壮苗
加天达恶霉灵 600 倍天
达 2116(壮苗灵)一袋 25
克+3000 倍 99% 天达恶
霉灵一袋 5 克。兑水 15
公斤。 1 0 - 1 5 天喷一
遍，连喷两遍。

天达 1+1 是运用我
国中医药理论研发的，
并在植物健身栽培应用
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详细请登录：
www . 2116 . cn

天达 1+1
壮苗生根
培元固本
药食同疗
标本兼治

人为什么要骂人？这个看起来不
成问题的问题，真要完全正确地回答
实际上也不容易。但要粗略地回答一
下也还是能够的。我想人之所以要骂
人，无非是心中愤怒，或是胸有积
怨，不吐不快。骂是一种发泄，是一
种机体自我保护的方式，是一种减轻
压力的调节阀门。骂人几乎是一种本
能。小孩子学说话，正经话教他半天
也学不会，惟有骂人的话，没人教也
会，好像无师自通一样。骂人不是好
事，但人生一世，无论是圣贤还是豪
杰，从没骂过一个人、从没吐过一个
脏字的人大概还没有吧？孔夫子骂没
骂过人我们已无法考察，但从他的学
生记载下来的有关他的言行的书中，
我们知道老先生脾气挺大，经常对不
争气、或是办事说话不如他意的学生
大发脾气，一发脾气难免就要带出脏
字，所以我猜想圣贤如孔夫子，也是
骂过人的。古人骂人是怎么个骂法，

我们也不得而知了。孔夫子痛斥他的
一个学生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
墙不可圬也”，用的还是写诗的方
法，比，或是兴，不涉及到生殖器与
性活动。司马迁先生在他的《史记》
里也没记下几句今天意义上的骂人话，
范增被项羽气得发昏，也不过骂了句
“竖子不足与谋”。“竖子”，据权威的解
释就是“小人”之意，这在今天看来，实
在算不上骂人，甚至还有几分亲切。可
根据范增的口气来看，这在当时应是一
句骂人很狠的话。而在今日的中国，骂
人最狠的话，必是与生殖或生殖器有密
切关连的，所以我怀疑这“竖子”或许还
有另外的解释。

三国时的人，骂起人来也还是文
质彬彬，祢正平裸衣骂曹，洋洋千
言，把曹操先生骂得汗流浃背，也没
有涉及生殖器和性活动。最恶的话，
也不过说曹操的部下是“饭囊、酒
桶、肉袋”，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骂人。诸葛亮骂死王朗基本上是政治
攻击。这绝对是小说家言，不是历
史。想那诸葛亮和王朗都是政治家，
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社会环境中，不会
不明白成则王侯败则贼的道理，你汉
家的天下，不也是从人家手里抢来的
吗？用那么一通废话，怎么可能把王
朗给骂死？如果历史上真有这么档子
事，我猜想要么是王朗该死，该死不
骂也死；要么是诸葛亮用了今天的骂
法，日妈日祖宗的一顿胡日。但儒雅
风流的诸葛亮决不会如此下作，所以
这事是罗贯中编造的。但不管真假
吧，《三国演义》毕竟给我们提供了
潇洒骂人的古典样板。其实，祢正平
和诸葛亮这两场著名的大骂，十分像
我们今天电视台组织的大学生辩论
会，双方都在强词夺理，心里边并不
一定真的同意自己捍卫的观点。

单从书上看，骂人骂得与今天相
似的时代，应该是产生《金瓶梅》的

时代。骂人的状元当数潘金莲。她老
人家可不跟你遮遮掩掩，一张口就直
奔主题，离不开裆中物和它们的行
状。这些话尽管不是好话，但没有这
些话也就显不出潘金莲那个泼劲。当
然潘金莲也不是顶峰。我在乡下务农
时，最喜欢看邻居的老娘们打架。所
谓打架，并不是真动手。基本上是文
打，也就是对骂。那时我们那儿家家
都有几间晒粮食的平房，就跟高高的
舞台一样。打架的老娘们在傍晚的夕
阳照耀下，站在自家的平台上，开始
对骂。骂的内容当然是围绕着生殖
器。她们的天才就在于连续骂上一小
时，也不会重复一句话。如果谁重复
了，谁就等于失败了。那时候我才明
白，原来汉语中有那么多词汇可以用
来修饰生殖器。

后来我来到北京。原以为京华乃
文明首府，居民当如古人，不会骂
人。但我很快就明白，北京人张嘴就
是“操”、“丫”，真要骂起来，还
是那几句，没有文采，更没有风度。
甭说比不上我家乡那些泼大嫂，连潘
金莲都不如。

习惯成自然，听惯了北京人的脏
口也就不觉得脏；就像他们自己也觉
不到他们张口就是那个一样。

把与某人的女长辈性交当成对某
人的最大侮辱，据说这是中国的特
色；外国人是不是完全不在乎呢？我
不知道。这也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相
当复杂的问题。这问题涉及道德也涉
及文化；涉及历史也涉及现实；涉及
心理也涉及生理。我想，什么时候人
们不把性活动当成侮辱人的最极端手
段了，社会就应该有了巨大的进步。

冬季，气候寒冷，阴盛阳衰。
人体受寒冷气温的影响，机体的
生理功能和食欲等均会发生变
化。因此，合理地调整饮食，保证
人体必需营养素的充足，对提高
老人的耐寒能力和免疫功能，使
之安全、顺利地越冬，是十分必
要的。

首先应保证热能的供给。冬
天的寒冷气候影响人体的内分
泌系统，使人体的甲状腺素、肾
上腺素等分泌增加，从而促进和
加速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三大类热源营养素的分解，以增
加机体的御寒能力，这样就造成
人体热量散失过多。因此，冬天
营养应以增加热能为主，可适当
多摄入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的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脂肪
摄入量不能过多，以免诱发老年
人的其它疾病，但应摄入充足的
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分解代高
谢增强，人体易出现负氮平衡。
蛋白质的供给量以占总热量的
15-17% 为好，所供给的蛋白质
应以优质蛋白质为主，如瘦肉、
鸡蛋、鱼类、乳类、豆类及其制品
等，这些食物所含的蛋白质，不
仅便于人体消化吸收，而且富含
必需氨基酸，营养价值较高，可
增加人体的耐寒和抗病能力。

（接上期）
有花方酌酒，无月不登楼。
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
深山毕竟藏猛虎，大海终须纳细流。
惜花须检点，爱月不梳头。
大抵选他肌骨好，不擦红粉也风流。
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
莫待是非来入耳，从前恩爱反为仇。
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休别有鱼处，莫恋浅滩头。
去时终须去，再三留不住。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
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将来寻死路。
生不论魂，死不认尸。
父母恩深终有别，夫妻义重也分离。
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
得宠思辱，安居虑危。
念念有如临敌日，心心常似过桥时。
英雄行险道，富贵似花枝。
人情莫道春光好，只怕秋来有冷时。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见事莫说，问事不知；
闲事莫管，无事早归。

（未完待续）

莫言杂文精选—骂人状元潘金莲

名言鉴赏

冬季饮食原则

增广贤文

【巧治小儿腹泻】

方 1 鸡蛋黄油
原料：鸡蛋黄 3 个
制用法：取鸡蛋黄放铁勺或铝勺

中，加热熬出蛋黄油即可。每次服 2
-5 毫升，每日
早、晚各 1 次， 4-5 天为 1 个疗程。

功效：解热毒，补阴血。适用于
婴幼儿腹泻、消化不
良。

方 2 山药麦芽饮
原料：山药、莲子各 15

克，麦芽、茯苓各 5 克，白砂糖 15
克。

制用法：将上述各料一同研粉，
然后用开水冲服即可。每日 2 次，每
次 1 剂， 10 天为 1 疗程。

功效：健脾和胃，收涩止泻。适
用于小儿秋季腹泻。

【巧治流行性腮腺炎】

方 1 蛇蜕炒鸡蛋
原料：蛇蜕 6-10 克(10 岁

以下儿童用 6 克， 10 岁以上用 10
克)，鸡蛋 2 个，细盐少许。

制用法：先把蛇蜕洗净后细细切
碎，再将鸡蛋 2 个打入碗内，加入蛇
蜕碎末及细盐，一并反复搅拌；然后
在锅内加入素油，油热后加入蛇蜕末
和细盐，一并反复搅拌；然后在锅内
加入素油，油热后加入蛇蜕末和细盐
和鸡蛋如常法炒熟即可。每日 1 次，
1 顿食下，连用 1-2 天。

功效：祛风，消肿。适用于小儿
流行性腮腺炎。

方 2 黄花菜汤
原料：鲜黄花菜 50 克(干品 20

克)，食盐适量。
制用法：将黄花菜洗净加水适量

煎煮为汤，以食盐调
味。吃菜，喝汤，每日 1 次。

功效：清热，消肿，利
尿，养血平肝。适用于流行性腮腺
炎。

生活中没有几个让我痛恨得不行
的人，不喜欢的人倒有一些：

头刚有点痛就吃药的人。
遇到争论不敢表态的人。
自己没把握赢的运动或游戏就不

玩的人。
见了面总提和你关系如何如何好

的人。
谈起各级领导如数家珍的人。
能把“我说两句”说成两百句，

还自以为这才是水平高的人。
有高学历高职称，却和文化这两

个字不沾边的人。
把自己在单位政治学习会议上的

发言稿，或学习上级文件的心得体会
收集到个人作品集里的人。

酒场上，毫不顾及别人的酒量和
心情，用一大堆成套的酒嗑儿劝酒的
人。死乞白赖劝女人喝酒的男人；喝

一次醉一次的人；一辈子都没喝醉过
一次的人。

敢在众人面前讲黄段子的女人。

悄悄表达善良
每次回老家，母亲一定要摘下耳

环，穿上洗得发白的休闲装，连鞋子
和背包也要换成最普通的。

我忍不住笑她：“人家都是衣锦
还乡，您这是干什么啊？”

母亲叹一口气说：“我的那些老
姐妹们都在乡下种田。”

相聚难得，母亲不想和她们拉开
心理距离。

邻居老太太年轻时守寡，含辛茹
苦把儿子抚养成人，但是，儿子长大
后并不孝顺。

母亲做饭时，会多煮两个鸡蛋，
在门口看见老太太，悄悄塞到她的手
里。

有一次闲聊，母亲知道老太太念

旧，喜欢吃老豆角做的“苦累”。母
亲不声不响地蒸好了，调上蒜汁，请
老太太来吃。每次，母亲都会对她
说：“甭跟别人说，悄悄地吃。”

老太太叹息着对母亲说：“连自
家的孩子都嫌弃我这把老骨头，你对
我这么好，图个啥呀？”

母亲并不多说什么，每次看老太
太吃好了，她就高兴。

最近，小区旁边又搬来一户人
家，其女儿正上高中，儿子从小患脑
瘫，双双下岗的夫妻俩，租了间旧房
子，靠卖菜维持生计，日子过得非常
拮据。

母亲不但尽量买这夫妻俩的菜，
还整理了家里的一些衣服，打算送给
他们，又不知道是否合适。最终，母
亲转身回去，把那些衣服用塑料袋装
好，趁天黑时，悄悄放到他们家门
前。

第二天，我的那件只穿过一次、
因为缩水有点短的连衣裙，穿在他们
家女儿的身上。
“您这是做好事不留名啊。”我

说。
“这样才好，大家都没有心理负

担。”母亲暗暗地松一口气，拎起篮
子又去买菜了。

母亲没上过几年学，识不了多少
字。她一辈子也没有说过“人之初，
性本善”这样文绉绉的句子，但她用
自己的行动证明，善良，原来有另一
种方式，无需张扬，不需要回报，悄
悄地表达，最好。

(摘自《河北青年报》)

一念贪私 万劫不复
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

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
故古人以不贪为宝，所以度越一世。

【译文】
一个人只要心中出现一点贪婪或偏

私的念头，那他原本刚直的性格就会变
得很懦弱，原本聪明的性格就会变得很
昏庸，原本慈悲的心肠就会变得很残
酷，原本纯洁的人格就会变得很污浊，
最终是毁灭了他一辈子的品德。所以古
人圣贤一致认为，要做人要以“不贪”
二字为修身之宝，这样才能超越物欲度
过一生。

【赏析】
保持名节的过程是一个修身进德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克服“贪”
字。“贪”的破坏力很大，它可以让你
变得懦弱，可以让你昏庸糊涂，可以让
你冷酷无情，可以让你良心泯灭道德败
坏！有多少身居高位的人度不过“贪”
字关，在物欲的诱惑下身败名裂，所以
人一生中，不贪才能清白可鉴，才能警
世救人。

我不喜欢的人


